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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勿以插拔电源线的方式来开关机器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和（或）触电事故。   

请勿将机器置于发热装置（火炉或加

热器等）附近

否则树脂部分可能会

溶化而引起火灾。  

请勿使用延长的电源线或多插座

接线板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触电或故障。  

请勿损坏或改造电源线或电源插头
请勿对电源线进行改造、捆扎、扭曲、

弯折或加温。请勿将其置于重物之下或

使用时将其在靠近插头处弯折。   

破损后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事故。（也请

注意不要让宠物将电源线抓咬损伤。）  如果

电源线损坏需更换，必须由原购买店或浦力

适服务中心专业人士更换，以避免危险。    

  

请擦除电源插头上的灰尘，然后将

其一直插入到底

如果插头未完全插好，缝隙内会积聚灰尘，

从而引起火灾和（或）触电事故。

请使用220伏交流电源插座 

使用非 220伏交流电插座可能会

引起火灾和（或）触电事故。

请勿将手指或棒等物
品放入进气口或出
气口
  

由于机器内部的风扇高速旋转，可能会
引起受伤或故障。     

 

发生异常时（如发出焦味等），请关
闭本机并拔下电源线。 

 

如果继续运转有异常的机器，可能会引起
火灾、触电或故障。此时请与原购买店或
浦力适服务中心洽询。  

请勿试图修理、拆解或改造本机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和

（或）触电事故。有关

维修事宜请与原购买店或浦力适服务中心洽询。   

 

根据操作不当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及其程度，按
以下的表示分类说明。 

操作不当会导致致命
或严重伤害

警告 注意
操作不当会导致伤害
或房屋、财产等的损
坏。

本手册中及本机上的图标之含义如下所示。 

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注意事项

以下说明事项请务必遵守，以防止用户或他人受到伤害以及财产遭到损坏。 

禁止
禁止
拆解

严禁
沾水

禁止靠
近火源

请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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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部件名称 控制面板说明控制面板说明

安装本机前请详读安装说明

否则可能会引起因操作不当而造成的

失误。  

机器运行时请勿移动

2

请勿用水清洗本机

机器遇水可能会漏电，从而引起火灾

或触电事故。

请将本机安置于水平稳固的场所

否则可能导致空气加湿清洗机运行时

产生噪音和漏水。

请勿在高温或易燃易爆的场所

使用本空气加湿清洗机

散发到空气中的药品和溶剂可能会

损坏本机，导致性能下降。

请勿用衣物、窗帘等物品遮住上侧或

侧面的出气口或进气口

否则会降低空气加湿

清洗机加湿的效果。

请勿在空气加湿清洗机上放置花

瓶等装水容器

否则水渗透漏到内部会损坏电器绝缘，

因短路而引起触电或起火事故。

请勿站坐或靠在机体上

本机可能翻倒而造成受伤。

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注意事项

注意

当机器运行的时候，禁止用手

及细小杆状物体插入

进风口和出风口内

防止触到机体内的带电部件

或转动的风叶。

请勿在浴室使用

长期不用时，请拔下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因为漏电而引起

火灾或触电事故。

在清洗电器前，

务必确保断开电源
由于否则 空气加湿清洗机可能

会突然运转，以致造成触电事故。   

 

如与取暖炉（加热器）一起使用本

空气加湿清洗机 ，房间需通风

否则可能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本空气加湿清洗机是不能清除一氧化碳的。

用于除去花粉或灰尘时

由于花粉和灰尘一般都是飘落在地面

上，因此最好将空气加湿清洗机放在

地板较低。

不可在有熏蒸类型杀虫剂的

室内使用本空气加湿清洗机

● 化学残余物可能会积聚在机内，

然后从出风口中释放而危害身体健康。

● 使用杀虫剂后，请先让房间彻底通风，

然后才可使用本空气加湿清洗机。

净化加湿器工作原理

11 开/关控制键

12 开/关指示灯

13“水箱无水”指示灯

14 风速控制键

15 速度指示灯

16 湿度控制键

17 湿度指示灯（环境湿度显示以每5%为显示标准，显示区间为30%~80%。）

18 模式控制键

19 模式指示灯

缺水

夜间模式

净化模式

自动模式

模式 湿度

开/关 风速

2 电源线     3 水箱     4 水箱盖     5 接水盘

6 抗菌棒     7 芳香盒     8 转盘组     9 风机     

10 控制面板/显示器

     空气加湿清洗机通过将空气吸入转盘来"清洗"空气,气流中所含的

颗粒将沉积并粘附于转盘上,然后,被水冲入水盆中,停留在接水盘的底

部。该装置是空气加湿器和空气净化器的完美组合,特别适合清除花

粉、粉尘和空气中的其他颗粒并使室内保持在最佳水平-无需更换过

滤器。

     医生建议，有益身心健康的理想湿度介于40%到60%之间。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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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指示缺水指示风速设定风速设定

维修服务保证维修服务保证

深圳市浦力适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0755-33119951    传真     Http: //www.purestlife.com.cn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桥头社区立新北路福永商会信息大厦312室

:0755-33119952 请于使用本机前阅读此说明书
并将其保存好以备将来参考

YL-3430
空气加湿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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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操作说明

将机器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机器通电

后,只有开关机键闪烁一下。

净化加湿器工作的特点净化加湿器工作的特点

●缺水自动保护   ●三档加湿设定模式

●单独净化功能         ●芳香功能

●净化加湿、无白粉

●智能化恒定加湿

●净化功能过滤空气中大颗粒尘埃

●微电脑控制系统

●初次使用加湿器应在室温下放置半
小时后再开机使用；
●加湿器适宜的工作环境为：温度
5℃~40℃，相对湿度小于80%RH；
●使用温度低于40℃的清洁水；
●长时间未使用应先将过滤器及水箱
清洗干净。

注意

操作说明操作说明

2 适当拉出接水盘（约4cm），向上取出

水箱。

1

2

3 旋开水箱盖，将干净的水注入水箱中
（装满约需4.5L）,旋紧水箱盖。

  水箱放好并将接水盘推入机器中。
（接水盘推入机器后，请勿移动机器以防止水
  溢出）

1

2

轻按开/关键，机器开始运行
此时机器开/关指示灯亮，模式默认手动模式，
风速为低挡，湿度处于连续加湿（Co）工作
状态下运行。

6

5

再轻按一次开/关键,机器停止运行

按风速键可切换风速低档，中档，
高档，超高档往返循环。

按模式键可切换自动模式，净化模式，
夜间模式往返循环。

●自动模式下所有指示灯均会点亮；

●净化模式下开/关指示灯及净化模式指示灯点亮；

●夜间模式下仅夜间模式指示灯点亮；

●自动、净化、夜间模式下湿度键不起作用。

按湿度键可设置Co（连续加湿），
40%、45%、50%、55%、60%、
65%、70%、75%往返循环。

●当净化湿度到达设置湿度时机器会停止运行；

●当环境湿度低于设置湿度时机器会再次启动运行；

●当处于连续加湿下无论环境湿度多少机器都会持

续运行。

模式设定模式设定

湿度设定湿度设定

超高档

高档

中档

低档

当机器感应到水箱缺水时，机器会停
止运行，此时仅有缺水及开关指示灯
点亮。

此时请将机器关机，再把水注入水箱，
最后重新开机使用。

清洁保养清洁保养

水箱及主体用软布擦，并保存于

通风干燥的环境下，以延长使用

寿命。

缺水

夜间模式
净化模式

自动模式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模式 湿度

风速开/关

缺水

产品规格
YL-3430

加湿量

电源

输入功率

产品尺寸

水箱容量

重量

300ml/h

220V~/50Hz

15W

392×401×295mm

4.3L±10%

5.6kg

机器特点与操作说明机器特点与操作说明 操作说明与清洁保养操作说明与清洁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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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保修期内浦力适商品的保修(免费修理)，从购入之日起开始实施。
1．保修期内的商品可在浦力适售后维修点进行免费门市维修服务,须上门服务时视情况收
取上门服务费；保修时，请出示本保修卡及购机发票。
以下两点需特别注意：
●  本保修卡遗失后不再补发，请妥善保管。
●  本保修卡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有效(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暂不可使用)。

2．自购入之日起在以下期间内，在正常使用中因制造工艺或元器件所造成损坏的情况下
进行保修。
●  整机(除滤网及消耗性零件外)3年保修；压缩机5年保修。 
● ：滤网及消耗性零件付费提供(不在保修范围内)。

3．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即使在保修期内，无法提供免费保修对待，但仍可以提供付费修
理，敬请注意：
●  产品超出保修条件范围之外；
●  未按商品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  不能出示本保修卡及有效购机发票的；
●  产品保修卡上的产品条形码或型号与产品本身不符；   
●  因不正确操作、电源不正常、破损(如：摔落等)等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导致产品损坏造成损坏的；
●  客户发回返修途中由于运输、装卸所导致的损坏；
●  其它非产品本身设计、技术、制造、质量等问题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  产品经过非我公司授权人员拆装或修理；
●  保修证上记录的信息与商品实物标识不符或者涂改的；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雷电、地震、火灾、水灾等)造成损坏的。
●  附件：滤网及消耗性零件。

4．本免费保修条款只适用于消费者为生活需要所使用的场合，不适用于经营性(如工业、
商业)等使用。
5、特别说明
●  为了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基于国家规定实行三包政策下，消费者可以在三包期内可进行
退、换或修理。
●  已过保修期限的顾客，如需邮购产品零配件，可联系本公司售后服务部。

 附件

6、网上会员注册与产品注册
●  登录
●  点击” 尚未成为浦力适会员吗? 马上加入!”进行会员注册
●  会员注册完成后,进入会员登录
●  会员登录成功后,点击”线上产品注册”完成产品注册即可

http://www.purestlife.com.cn/service1.aspx

执行标准 GB4706.1-2005/GB4706.32-2012/GB4343.1-2009/GB17625.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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